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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今裝置已經能夠像人類感官一樣偵測周遭環

境並與其互動，讓長久以來的未來願景成真。其中

感測器扮演的角色，就是拉近與數位世界之間的距

離。如果結合適當的軟體、智慧型裝置及機器人，

就能具備視覺、聽覺、嗅覺或感受，除此之外還能

「直覺瞭解」所在環境，讓人類生活更加輕鬆簡單。

其中的決定性因素，在於解讀及連結不同感測器的

資訊。

英飛凌以人性為啟發，透過全方位的開發方

式結合各種感測器，打造智慧型系統，大幅簡化人

機互動，但也能可靠處理取得的情境資訊。英飛凌 

XENSIVTM
感測器產品組合包含 3D/ToF 影像感測

器、雷達晶片、MEMS 麥克風、壓力和氣體感測器。

以上智慧型感測器有利於各種應用，其中包括語音

辨識、智慧家庭及智慧城市、擴增實境、手勢辨識、

生物辨識、機器人、自動化 / 自動駕駛、無人機 /

多軸無人機、照明控制，乃至於智慧家電及警報系

統。

3D 檢視 
不論是擴增實境、臉部辨識或複雜的影像效

果，各種應用領域對「3D 檢視」的需求大幅提升，

特別是行動裝置市場。其中一種特殊且高效的技術，

就是飛時測距 (ToF) 這項執行時間技術，能夠測量

高效能感測器助力智慧型裝置發展

圖 1：智慧型感測器像人類感官一樣偵測環境，連結現實與數位世界。

宛如人類感官一般的
環境感測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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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束時間，類似於蝙蝠的聲音測量系統，並可高度

精確地重現 3D 影像。英飛凌已經開發出 REAL3 影

像感測器，其中特別採用微型化 3D 單晶片，因應

行動裝置市場需求。ToF 感測器可實現擴增實境應

用、臉部及手部辨識的安全使用者驗證、無密碼確

認付款、最佳化影像變形及相片效果或掃描房間。

相較於立體或結構化照明技術等其他 3D 感測器原

理，ToF 的效能令人信服，而精巧體積及耗電量也

都適合電池供電裝置使用。

4.6 mm x 5 mm 的影像感測器提供約 15 萬個

像素 (HVGA)。高效能的像素陣列調校為 940 nm

波長的紅外線，提供卓越的戶外效能，特別是在強

烈陽光下。這是因為在各個像素中採用獲得專利的

SBI 電路 (SBI = 抑制背景照明 )。

以雷達精準檢視
雷達已經由複雜的先進技術演變為解決方案，

在工業及消費者市場的重要性與日俱增，持續擴大

應用於機器人、汽車及智慧家庭，並支援各種新型

技術，搭配使用直覺式人機介面。雷達感測器更容

易在三維空間找到目標，並可偵測生命徵象、分類

物質或動作，或用於手勢控制。相較於被動 IR技術，

雷達在「檢視」及動作偵測方面具備眾多優勢，包

括提升精度，以及精準偵測微動作這類最小的動作。

英飛凌 XENSIVTM
系列為雷達感測器產品組合，其

中包含全球體積最小的 24 GHz MMIC ( 單片微波積

體電路 )，乃至於高度整合的 60 GHz 收發器。這款

晶片採用整合式天線，可在正常情況下達到最高程

度的「檢視」效果，但在黑暗、起霧和粉塵或穿透

物質等極端情況下效果更明確。

強大的動作偵測 
智慧型手錶、穿戴式裝置或智慧型手機，都使

用氣壓感測器精準偵測高度、垂直速度及動作之間

的差異。此外，這類感測器能在真空吸塵器、空調

及萃取器外罩中監控氣流。醫療界也有越來越多應

用受益於這類精確強大的壓力感測器，例如智慧型

吸入裝置、呼吸面罩、跌倒偵測或非侵入性血壓測

量。

英飛凌 DPS368 壓力感測器是以上應用的理想

選擇，能夠比其他防水壓力感測器節省 80% 的空

間，提供±2 cm 的精度，耗電量也比壓阻技術減少 

50%。測量大氣壓力的數位感測器可防水、防濕及

防塵 (IP57)。其中以凝膠保護接觸點及薄膜，可在

水深 50 m 處承受一小時的壓力。

圖 2：Real 3 3D 影像感測器尺寸僅 4.6 mm x 5 mm，就像是微

型攝影機一樣。

圖 3：強大的 DPS368 氣壓感測器可精準偵測高度、垂直速度及

動作的微小變化。

DPS368 的壓力感測器元件以電容測量原則運

作，即使溫度變化也能保證高精度。感測器整合氣

壓及溫度測量功能，採用體積極度精巧的 8 針腳平

面網格陣列 (LGA) 封裝，尺寸僅 2.0 mm x 2.5 mm 

x 1.1 mm。這款裝置的精度高達±0.002 hPa (±2 

cm)，可在 -40 至 85oC 的溫度範圍內測量 300 hPa

至 1200 hPa 的氣壓，而壓力溫度靈敏度則低於 0.5 

Pa/K。感測器也能偵測個人步伐、身體動作或手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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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具備高測量頻率 ( 最高 200 Hz) 及快速讀出功能，

可迅速提供回饋。

 

在沒有背景噪音的情況下聆聽及瞭解
不論是打電話或網路會議、在外旅行時耳機的

主動式噪音消除 (ANC)，或是透過語音操作裝置，

麥克風的「人工聽覺」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

的一部分。

一流的 MEMS 麥克風及先進的音訊處理功能，

是符合消費者對以上需求持續成長的關鍵元件。例

如在隔壁房間也能瞭解我們的語音辨識系統，或是

聽起來彷彿身歷其境的音訊錄音。MEMS 麥克風可

實現以上成果，其中具備最低的訊噪比 (SNR)，以

及寬廣的動態範圍。

英 飛 凌 推 出 的 XENSIVTM MEMS 麥 克 風 

IM69D130，已為數位 MEMS 麥克風樹立全新標準。

英飛凌與音訊訊號處理及軟體領域的合作夥伴合

作，提供高階參考解決方案，可於各種應用迅速部

署。

最新一代的 MEMS 麥克風，採用特別封裝的雙

背板技術，在效能及健全程度方面都更加出色。電

容器的「封裝」技術實現幾乎無噪音的音訊訊號錄

音。麥克風也提供低自有噪音 ( 高訊噪比，SNR)、

寬動態範圍、低失真，及高聲學過載點 (AOP) 等特

性，進而實現極度精準的語音辨識，而 SNR 則提升

為 75 dB，AOP 最高可達 140 dBSPL。

清的空氣品質 
CO2 濃度是不良空氣品質的指標之一。目前監

控這種無臭無色氣體的解決方案體積龐大、價格昂

貴，或是精度不足以獲得廣泛應用。英飛凌以光聲

光譜法 (PAS) 開發出劃時代的 CO2 感測器技術。

XENSIVTM PAS CO2 使用高 SNR 的 MEMS 麥克風

作為偵測器，因此能打造尺寸最為精巧的 CO2 感測

器，非常適合用於智慧家庭應用和建築物自動化，

例如依需求控制通風，更能應用在各種控制室內空

氣品質的物聯網裝置、空氣清淨機、恆溫器、氣象

站和個人助理。

圖 4：英飛凌新一代 MEMS 麥克風採用電容器「封裝」

(encapsulation) 技術，能夠抗噪地錄製音訊。

英飛凌與 Fingerprint Cards 攜手推動生物識別卡的大規模部署

整合指紋感測的生物識別支付卡讓非接觸式付款更加便利、安全且衛生。非接觸式卡片在整個支付交易

過程中都在持卡人手上，即使是大額支付作業，持卡人都不需輸入 PIN 碼或簽名，即可授權付款。英飛凌科

技與瑞典 Fingerprint Cards 公司攜手合作，推動此新興解決方案的大規模部署。

兩大廠商各自在非接觸式支付安全晶片及指紋感測器 ( 包括相關軟體 ) 領域領先全球，攜手致力為卡片

製造商提供生物識別半導體解決方案，推動更符合成本效益及擴充性的整合作業。指紋資訊儲存於支付卡的

嵌入式安全元件中，不與任何第三方分享，從而保護使用者的憑證。

Fingerprints 的感測器模組基於英飛凌 40 奈米高性能節能型安全晶片 ( 採用 32 位元 ARM SecurCore 
SC300)，可完全滿足生物識別支付卡的需求，它們能實現：

-在安全儲存專用數據的安全晶片內對指紋圖進行安全匹配

-儘管需要增大功率，仍具有出色的非接觸式性能

-方便可靠地在卡片中註冊敏感的生物特徵數據

在全球的晶片支付卡中，幾乎每兩張就有一張搭載英飛凌的安全晶片。此外，英飛凌還為 2020 年的大

型生物識別支付卡專案及前導測試供應晶片解決方案。


